
证券代码：603600� � � �证券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6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永艺西路1号三楼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676,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2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加勇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张茂先生，独立董事王佳芬女士、谢咏恩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67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议案

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2、3、4、6、7、9、10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8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以上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 、傅肖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永艺股份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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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31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董事兼执行总裁李卫社先

生、董事兼高级副总裁汪洋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叶远东先生及副总裁叶益元先生计划自减持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67,34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020%）。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截至2018年5月21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人员减持情况

1、截至2018年5月21日,董事兼高级副总裁汪洋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叶远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了公司股份，其他人员未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汪洋 集中竞价交易

2017年12月27日 90,000 0.0059%

2017年12月28日 97,500 0.0063%

叶远东 集中竞价交易 2017年12月28日 21,250 0.0014%

2、减持人员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汪洋

合计持有股份 750,000 0.0488% 562,500 0.03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5,000 0.0407% 140,625 0.00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5,000 0.0081% 421,875 0.0275%

叶远东

合计持有股份 85,000 0.0055% 63,750 0.00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250 0.0046% 15,938 0.0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50 0.0009% 47,812 0.003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汪洋先生、叶远东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汪洋先生、叶远东先生严格遵守了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

形；

3、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8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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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八年

五月十八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于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决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 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

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请参见公

司2018-027号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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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4月27日发出通知，并

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22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8年5

月22日（星期二）下午 14:30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2018年5月2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8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 2018年5月22日下午15:

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朱盘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

托公司监事钱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相关文件。公司董事、其余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计72人，代表股份1,466,578,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4827%，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6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174,664,96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78%。

1、参与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总数1,291,914,1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874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67人，代表股份174,664,76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78%。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

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750,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7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824,4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24,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36,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576％；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824,4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24,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401％。

2、审议《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3、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4、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5、审议《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6、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58,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0％；反对5,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4％；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4,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51％；反对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4％；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7、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193,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373％；反对470,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1％；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79,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390％；反对470,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695％；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6915％。

8、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8,570,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265％；反对24,094,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6429％；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656,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138％；反对24,094,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48％；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3.6915％。

9、审议《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28,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6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46,1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14,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8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46,1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7097％。

10、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162,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351％；反对50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48,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07％；反对502,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878％；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6915％。

11、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12、审议《关于拟签署装饰工程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39,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 弃权121,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3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 弃权121,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7％。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回避

表决。

13、审议《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1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660,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4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0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3％；弃权23,91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4,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6915％。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殷新先生、万解秋先生和俞雪华先生向大会作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18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8-02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螳螂"）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拟与国

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

约定期限为准。

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审议权限在公司董事

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1、业务概述

公司作为提供服务方将因向客户提供建筑装饰服务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国内商业银行、 商业保

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该机构根据受让合格的应收账款向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

2、合作机构

拟开展保理业务的合作机构为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具体合作机构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合作机构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

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3、业务期限：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

约定期限为准。

4、保理融资金额：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提供服务方将因向客户提供建筑装饰服务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转

让给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预计保理融资金额

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5、保理方式：应收账款债权有追索权或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6、保理融资利息：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主要责任及说明

1、开展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公司应继续履行服务合同项下的其他所有义务，并对有追索权保理

业务融资对应的应收账款承担偿还责任，保理业务相关机构若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收到应收账款、融资利

息，则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公司追索未偿融资款以及由于公司的原因产生的罚息等。

2、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业务相关机构若在约定的期限内未收到或未足额收到应收账

款，保理业务相关机构无权向公司追索未偿融资款及相应利息。

3、保理合同以保理业务相关机构固定格式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三、开展保理业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将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本次办理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

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四、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

的保理业务相关机构、确定公司和子公司可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额度等；

2、授权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实施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如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并第一时间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3、审计部门负责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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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15:00至2018年5月22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舒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6人， 代表股份数为2,967,154,14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61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8人， 代表股份数为2,561,252,52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59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405,901,6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18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04,274,141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05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8,372,5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6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5,901,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94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上海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27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1％；弃

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参股公司签署经营性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153,92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100.0000％；反对2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273,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君珺律师、李青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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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14:45。

网络投票时间为：

（1）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15:00�至 2018年5月22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 公司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262,452,6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05%。

2、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62,452,6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05%。

3、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

4、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形成以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o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8、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2,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咏梅、刘梦飞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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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18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活动时间：2018年5月28日14：30--17：00

活动方式：网络互动交流

一、活动类型

本公司已于2018年4月21日发布了2017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

绩和公司治理等相关情况，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参加由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山西证

监局联合举办的"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18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二、活动时间和方式

本次活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14：30-17：00；活动方式为：网络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杨锦龙先生、 财务负责人张安泰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刘明燕女

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18年5月25日16:00时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问

题，公司将在活动当日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在活动当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交流。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贾秀峰

电 话：0354-7531034

传 真：0354-7536786

电子邮箱：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